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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

心。南阳民政聚焦脱贫攻坚，聚

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创新

思路，跳出民政看民政，用足用活

一切政策，整合一切民政资金，采

取一切有效办法，织密扎牢兜底

保障网，真正解决扶贫中的“两不

愁”问题，防止非贫困户因政策不

到位致贫，已脱贫户因措施不完

善返贫，着力打造具有南阳特色

的扶贫保障体系。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南阳市

民政局，聆听南阳市民政局局长

张国强的内心独白，见证民政人

的初心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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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赵晓颖 杨清波 李明

织密网 托住底

南阳探索民政兜底扶贫保障体系

记者：听说，南阳民政今年年初提出一揽

子创新措施，各项工作正在平稳推进。

张国强：是的。“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做民生工作，首先要有为民情怀，多谋民生之
利、多解民生之忧。我们提出的七个“起来”，
正是这样一种情怀的涌动与体现，就是要为
社会弱势群体织密扎牢托底的民生“保障
网”，推进民生保障更加精准化精细化。

记者：这七个“起来”具体内容是什么？

请张局长揭开谜底。

张国强：下面，我详细介绍一下。

关键词一
把救助标准“提”起来

把救助标准“提”起来，为扶贫兜底提供
政策保障。从服务全市扶贫工作大局来看，
民政救助还存在救助标准低、救助面窄的问
题。南阳民政根据脱贫要求，提高标准、扩大
救助面，让全市的困难群众得到更充分的救
助。具体措施是“三提三扩”，即提高低保户
标准，扩大低保救助面；提高补助标准，扩大
救助力度；提高特困人员的供养标准，扩大政
策扶贫能力。

首先，说说提高低保标准，2019年，南阳
市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不低于 520元，相
比 2018年提高了 10.6%，农村低保标准每人
每年不低于 3880 元，相比 2018 年提高了
9.3%。

其次，是提高补助标准，城市低保月人均
补助水平不低于275元，相比 2018年提高了
5%。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财政补助水
平不低于 170元，相比 2018年提高了 9.7%。
惠及城乡低保393779人。

再次，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按照低保标准
的1.3倍同步提高，失能人群护理补贴标准为
3120 元，半失能群体护理补贴标准为 720
元，自理群体护理补贴标准为240元。

以上三项 2019 年支出总量由去年的
11.2亿元增加到今年的 13.9亿元，支出共增
加2.7亿元，增加24%。

关键词二
把应保的“保”起来

把应保的“保”起来，解决好贫困人口的
漏保问题。目前，低保数量非正常下降已成
为民政部门用足用活政策的阻碍，尚存在应
保未保、不应保错保的情况，对服务扶贫作用
发挥不够充分。一是切实解决漏保问题。按
照新标准进行一次全面普查，依照“应保尽
保”“动态管理”的原则，把符合低保的全部纳
进去。二是常态化解决不应进而进的问题。
市县乡三级开通举报电话，举报一个、受理一
个、查处一个，坚决消除“人情保”“关系保”

“地方政策保”，提高低保准确度，保证低保资
金向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倾斜。三是健全低保

动态管理机制。按季度复核复查、申报更新，
把符合低保条件的及时纳进来。

关键词三
把两类残疾人员“包”起来

把两类残疾人员“包”起来，解决残疾人
无力脱贫问题。南阳对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
疾人采取两项补贴和低保一起上的办法，把
这两类残疾人“包”起来。一是对困难残疾人
实施低保、残疾人生活补贴两项政策，补贴收
入每人每年最低可达 2760元。二是对重度
困难残疾人实行低保、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
补贴三项政策一起上，补贴收入每人每年最
低可达3480元，基本达到脱贫标准。三是实
施残疾人康复工程。利用福彩公益金，为全
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肢体残疾人免费安装
假肢、配备康复器具。四是实施残疾人两项
补贴制度。从 2016年开始实行残疾人两项
补贴制度，困难残疾人每人每月生活补贴 60
元，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护理补贴 60元，对
两类残疾人“包”的能力大幅提升。

关键词四
把特殊困难群体“养”起来

把特殊困难群体“养”起来，解决好无法
脱贫问题。对于特困对象而言，如果没有政
府救助，很难脱贫，南阳的具体办法是建立四
级供养机构，利用村幸福院、乡敬老院、县福
利中心、市福利园区阵地，四级联动，把四类
特困群体养起来。

全面建立村级幸福院。南阳需规划建设
村级幸福院 3400个，初步按照有住宿、有厨
房、有医疗、有治安、有护理、有人管的“六有”
标准规划建设，主要解决农村特困人员、孤
儿、流浪乞讨人员、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的集
中供养和托养问题。

全面配套建设乡镇敬老院。按照有院落
房舍、有住宿、有厨房、有浴室、有护理、有取暖
防暑、有医疗、有治安、有休闲、有健身“十有一
安全”的标准进行建设，打造供养一体、敬养一
体、医养一体、功能齐全、环境舒适的乡镇一级
救助、养护、养老综合服务场所。按照此标准
对全市213所敬老院升级改造完善。

完善县级社会福利中心。强化县级社会
福利中心政府托底保障职责。着力建设成
为集养护、康复、托管于一体，为老年人、残
疾人、孤儿、精神病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的综合性社会
福利机构。社会福利中心以“一中心四部
门”（养护部、医教部、救助部、行政综合部）
为主体，实施分区分类管理运营，突出特
色。把其打造成为对辖区内社会救助和社
会福利保障工作提供指导、培训、巡防、监
督、检查等服务的综合性民政服务机构，成
为区域内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体系的主要

依托和中枢环节，政府社会救助兜底保障的
基地和平台，基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工作
的综合指导中心。

高标准打造市级福利园区。依托南阳市
福利院的500亩土地，打造市级“福利园区”，
统筹市儿童福利院、成人福利院、精神病人社
会福利院、救助站和市养老服务中心，进行一
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服务、一体配套，着力
打造“三院一站一中心”的福利园区，使其成
为集救助、养护、医疗、康复、特教、休养、施
善、娱乐于一体的集中供养中心、慈善中心、
社会救助中心、养老示范中心，创出全省一流
特色。

关键词五
把因祸致贫的“管”起来

记者：根据我看到的数据，南阳“政福保”

工程自去年 4 月启动以来，一年半时间里，共

赔付近千笔，赔偿金额 1800 多万元。可以

说，在天灾人祸突然到来的时候，发挥了“雪

中送炭”的救急难作用。

张国强：这也是我下面要讲的。实施“政
福保”工程，把因祸致贫的“管”起来。“政福
保”工程，是由南阳市政府拿出1000万元，南
阳市民政局作为投保人，按每人每年 1元标
准，通过商业保险运作的方式，对发生意外事
故的特定人群、特困群众等对象，及时给予救
助，这在全省是首创。

记者：非常好。

张国强：自去年启动以来，“政福保”在实
际理赔过程中不断优化，如今保障内容由原
来的 7项增加到 8项，在见义勇为救助、意外
事故救助、未成年人溺水死亡救助、自然灾害
救助、交通事故救助、救助人员意外救助和特
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的基础上，增加了突发
意外或重大疾病致贫致困救助。除此之外，
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也由原来的 33种重
特大疾病增加到79种。

记者：听说，在群众申报审批流程中，进

行了不少简化。

张国强：我们多次专题研究，让申报审批
流程“大瘦身”，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5个工
作日内就可赔付到账，切实方便困难群众。
尤其是针对重大突发事故和特困群众救助，

“政福保”更是开通了绿色通道，对群众提交
的证明材料做了最大程度的缩减，目前只需
要住院证明、诊断证明、病历首页、结算单 4
项复印件，一般 3个工作日内即可将赔付资
金支付到被赔付人银行卡上，切实把困难群
众“救”起来。

关键词六
把贫困边沿人群“救”起来

做大做强慈善事业，把贫困边沿人群
“救”起来，防止因事致贫。2018年 11月，南

阳市首次荣登中国慈善城市“百强榜”,列第
59位，在中部城市前20名中列第7位。这只
是南阳发挥慈善力量，服务大局、助力脱贫攻
坚的一个生动瞬间。为防止因事致贫，南阳
民政做大做强慈善事业，把贫困边沿人群救
起来。一是南阳市慈善总会系统争取完成各
类慈善救助项目款物突破两亿元，发挥慈善
对政府救助的补充作用。二是培育发展一批
慈善企业、慈善组织、慈善个人。组织开展

“南阳慈善奖”推荐表彰工作，营造慈善氛围，
激发社会捐赠积极性。三是实施慈善扶贫项
目，围绕脱贫攻坚有针对性地设计慈善项目，
突出对贫困户因学、因病、因事的救助，助力
脱贫攻坚。四是创建慈善城市，提升南阳慈
善整体水平。五是做好南阳慈善大楼建设
工作。建设成为我市慈善工作的品牌和名
片，其定位为南阳市慈善工作的平台、南阳
市慈善文化中心、南阳市慈善网络服务中心、
南阳市最大的慈善超市、南阳市慈善展示
中心。

关键词七
把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托”起来

把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托”起来，防止
养护缺位而致贫。留守儿童亲情无处安放，
教育欠缺、身心健康令人担忧。留守老人缺
少关爱，突发疾病得不到及时救治，极易滑入
贫困边沿。南阳民政通过一揽子措施，把留
守儿童和留守老人“托”起来，着力解决因少
年缺管、老年缺养致贫致困问题。一是全市
开展普查，对所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摸清
底数，登记造册。二是多措并举托管到位，对
已经托管的要完善托管协议固定下来，落实
好托管责任。三是需要托管的，按照就近、就
亲、自愿原则，落实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
四是对无人托管的，利用学校、儿童之家、日
间照料中心、幸福院进行集中托养，以村幸福
院为主载体落实兜底托管。五是积极引入社
会力量加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
作，通过社工组织、结对帮扶、志愿服务等多
种形式，增加心理疏导、走访慰问、精神支持
等方面内容。

记者:内心非常振奋。可以看得出，南阳

民政创新提出的七个“起来”，这七项措施，不

是零打细敲，而是体系化，像一张织密的网把

所有棘手的民生难题“一网打尽”。

张国强：南阳农村低保约 36万人、农村
特困供养约7.5万人、困难残疾人约9.8万人、
重度残疾人约 11.3 万人等，任务非常艰巨。
保障和改善民生永远没有终点，面对社会贫
困边沿的这部分特殊群体，民政部门要采取
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
更明显的举措，才能真正解难题。我们要发
扬坚持不懈的韧劲儿和敢啃硬骨头的拼劲
儿，把提出的每件事一抓到底，让变化明显看
得到，实惠切实感受得到。

民政工作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社会治
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危济困
的德政善举。南阳民政颇具匠心地提出七个

“起来”，就是着眼于人民群众中的特殊群体，
他们身处社会最底层，最需要温暖和阳光，只
有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好了，整个社会才美好

和谐。
任何举措从提出到实施，都是一个无比

艰难的过程。南阳民政结合南阳实际，巧用
政策最大化、整合资金最大化、采取办法最大
化，为困难群众画出最大同心圆，不但织密扎
牢了兜底保障网，而且致力打造具有南阳特

色的扶贫保障体系，这种气魄和勇气值得点
赞。不得不说，南阳民政干部做工作不但有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拼劲儿、韧劲儿，更有跳
出民政看民政的眼力劲儿，和善于寻找问题
突破口的巧劲儿。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做好新时代民政工

作，就是搭好政府通向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初心，体现党和国家对困难群众
的关心关爱。也只有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
心上，扛在肩上，才能谱写出中原更加出彩的
南阳民政篇章。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南阳市民政局赴碾盘桥小学开展志愿服务 南阳市民政局送温暖进敬老院

记者手记

南阳市福利院开展庆“六一”活动

南阳市民政局志愿者无偿献血

精心照顾老人

救助流浪乞讨人员


